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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全市规模以上零售增速处于高位，内需亟待开发。

 2018年1-2月，全市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高达164.54亿元，同比
增长16.3%

 2018年第一季度有一处新增优质零
售物业开业，即位于湖里区的国贸美岁
城，新增6万平方米零售面积，全市零
售库存面积被推高至189.2万平方米。

 全市优质购物中心首层租金约人民
币408.8元每平方米每月，指数同比增
长1.2%。

 第一季度全市空置率环比上涨1.8
个百分点至4.7%，同比涨幅1.6个百分
点。体验式业态占比达到40.8%。

 2018年第二季度预计有一处优质零
售物业入市，将新增13万平方米的商
业面积。

“更多基建及住宅项目即将落地，
岛外市场逐渐发展成熟。”林木雄，

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

图片: 国贸美岁城，湖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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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8年1-2月，厦门全市限额以上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54亿元，同比
增长1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稳步上升为厦门零售市场提供发展
保障。

201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到401万
人，同比增长2.3%，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1%，而消费支出
仅增长3.9%。人口和收入增长会相应
推高零售市场需求，但较低幅度的消
费增幅反映了内需仍有开发潜能。

供应
2018年第一季度，厦门市有一处优质
零售物业开业，即位于湖里区的国贸
美岁城，为全市新增6万平方米的商业
面积，存量被推高至189.2平方米。

思明区优质零售物业存量占到全市的
45%，为全市各区最高，其次是湖里
区，占27%。岛外四区零售物业总存
量占28%。随着人口增长及城市化进
程的推进，岛外市场存量占比有较大
提升，未来厦门岛外人口数量将有更
进一步提升，为市场带来更多需求。

空置率
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样本优质零售物
业空置率为4.7%，较上个季度上涨1.8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1.6个百分点。一
季度新增项目当前空置率仍处在较高
水平，推高全市样本空置率。

湖里区2017年未见新增项目入市，空
置率持续走低，区内高端项目基本达
到满租。年初国贸美岁城开业将湖里
区空置率推高5.8个百分点至6.2%。思
明区和岛外市场过去一年均有新增项
目开业，招商情况良好，空置率仅有
轻微波动，空置率在本季度分别达到
2.8%和5.0%。

厦门市2018年第一季度优质零售物业
全市体验式业态占比40.8%。思明区体
验式业态占比本季度近42.8%，湖里区
为31.9%。思明区商业项目数量较多，

数据来源：厦门市统计局,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1
厦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0年1月-2018年2月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厦门市优质零售物业供应与存量，2006年-2018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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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体验式业态占比
相对湖里区要更高以吸引客源。而在
高端商业项目数量相对较少且辐射人
口较多的湖里区，购物中心更倾向于
尽可能提升承租能力较高的零售业态
占比来提升租金收入。岛外零售市场
当前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购物中心
消费人口较少，更倾向于利用体验式
业态提升出租率吸引人流。

租金
2018年第一季度全市优质零售物业首
层租金达到人民币408.3元每平方米
每月。其中湖里区平均租金为全市各
区最高，约人民币458.0元每平方米
每月，其次为思明区，为人民币445.0
元每平方米每月。岛外优质零售物业
首层平均租金为人民币300.0元每平方
米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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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平均租金与去年相比上涨了
1.1%，其中岛外租金上涨最为明显，
涨幅达到5.6%，岛外各区商业租金
均出现上涨，其中翔安区涨幅最为明
显。但由于岛外新增购物中心租金相
对较低，因此平均租金绝对值较去年
同期低10%。随着岛外城市化进程推
进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地域面积更
大的岛外区域将吸引更多居住人口，
为零售市场引入新的需求。岛外市场
在未来将以服务周边居住人口为主，
为社区商业的发展提供土壤。

湖里区商业租金同比增长4.0%，思
明区租金出现1.2%的下滑。湖里区
租金上涨表明该区域高端零售项目需
求相对强烈。思明区新项目吸纳情况
较好，多以租金调整吸引更多优质租
户，随着新项目逐渐成熟，租金将有
所回升。

市场展望
2018年第二季度预计有一处优质零
售物业入市，即位于集美区的厦门王
府井购物中心。届时将为全市高端零
售市场新增13万平方米的商业建筑面
积，全市优质零售物业存量将被推高
至202.2万平方米。王府井购物中心
的开业将大大提升岛外高端零售市场
存量及质量，成为岛外市场的一个标
杆。

湖里区今年有多个项目相继开业，以
满足市场需求。而土地资源更加丰富
的岛外区域已经成为全市住宅用地主
要供应源泉，住宅市场的发展将为岛
外区域引入更多居住人口，进一步推
动零售市场的发展。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3
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占比及体验式占比, 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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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厦门市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 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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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岁城位于厦门两岸金融中心，由国贸集

团出资打造。美岁城作为依托于国贸金融中

心唯一所综合型购物中心，主要针对以商

务精英、富裕居民为主客群。美岁城将打造

以名品、时尚、分享、美食为主要业态的一

站式体验购物，将成为全市范围内地标性购

物中心。

项目名称 国贸美岁城

位置 湖里区

开发商 厦门国贸集团

开业时间 2018年1月28日开业

零售建筑面积 60,000平方米

入驻商家 星巴克、AGATHA、DISSONA、G-
GIVENCHY等

项目动态
国贸美岁城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search 

Savills plc
Savills is a leading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855, has a rich heritage with unrivalled growth. It is a company 
that leads rather than follows, and now has over 6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is repor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ve purposes only. It may not be published, reproduced or quoted in part or in whole, nor may i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contract, prospectus, 
agreement or other document without prior consent. Whilst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its accuracy, Savills accepts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arising from its use. The content is strictly copyrigh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part of it in any form is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Savills Research.

James Macdonald
Senior Director
China
+8621 6391 6688
james.macdonald@savills.com.cn

Property 
Management

Peter Zhang
Director
Xiamen
+8659 2806 4616
peter.zhang@savills.com.cn

Project & Development 
Consultancy

Lucy Lui
Director
South China
+8620 3892 7130
lucy.lui@savills.com.cn

Central 
Management

Woody Lam
Managing Director
South China
+8620 3892 7108
woody.lam@savills.com.cn


